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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快来推荐
你心中的新青年

欢迎您通过封面新闻
App的爆料平台，推荐你心
目中能够代表中国力量的
新青年；与此同时，也可以
在封面新闻的微博、微信等
平台的相关稿件下方留言，
向活动组委会推荐候选人。

①年轻：14-40周岁
②正能量：热爱祖国、热爱
人民、热爱社会主义
③责任感：遵纪守法，品德
高尚，甘于奉献
④创新力：勤于学习，善于
创造
⑤引领风潮：在本职岗位上
取得突出成绩，具有良好的
社会影响

推 荐 方 式

评 选 标 准

“新青年 上封面”封面
人物大型公益评选活动已
正式启动。我们将通过网
友推荐、专家评审，在文
化、公益、科学、艺术、体
育、商业等多个领域中，选
出10名具有时代代表性和
影响力的新青年授予“封
面人物”的称号。

说出那些曾给过你感
动或激励的青年，让他们
上封面吧。

成都地铁首位藏族女司机：

开地铁的耐心修炼了我的内力

2019年四川省两会期间，肖芳
作为人大代表接受了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的采访。深蓝毛呢大衣
内搭白色衬衫，肖芳虽然年轻却表现得沉
稳，聊到开心的时候，她会浅浅地露出一
弯白牙。

肖芳身上的标签很多，比如“成都地
铁首位藏族女司机”“唯一女电客车组长”
“90后”。但在肖芳眼中，90后的标签后
面必定跟着“活泼”“外向”等类似的形容
词，但她坦言自己性格内向、不善言辞，自
嘲“也许不太像90后”。“可能跟我工作也
有关系，因为的确要求十分严格，工作期间
性格没那么外向。”

但她也骄傲，自己能成为新生代力量
的代表，“我们在不断学习和成长的过程
中，也开始担负起这个社会的责任。”

满月满月：：
更多更大更快

雅安55分钟到成都

成雅铁路“满月”当天，不少细心的旅客
发现了新变化——在运行一个月后，成雅动
车更多了、更大了、更快了。根据最新的运
行图，从1月28日起至3月1日，成雅动车组
由此前每天开行15对，调增至每天开行23
对，运能由此前的日均1.9万个增加至约3万
个。

其中，成都西至雅安8对动车组、至朝阳
湖3对动车组、至邛崃6对动车组，共计17
对动车组车型升级为CRH6A-A型。由于
其独特的车厢结构，该车型被称为“大肚动
车”，内部为“公交式”设计，座椅采用2+2方
式布置，出入座位更为方便，车厢走廊更加
宽敞，每节车厢均有大件行李存放处。

此次运行图优化后，成都西至雅安的运
行时间，从此前最快的1小时12分钟缩短到
55分钟。其中，成都西至雅安C6613次、
C6635次，雅安至成都西C6608次、C6624
次、C6638次等5趟动车组，两地间的运行时
间均在1小时以内。这意味着，约140公里
外的雅安，正式融入成都“一小时交通圈”。

客流数据显示，成雅铁路自2018年12
月28日开通以来，到1月24日已累计发送
旅客超过45万人次。照此推算，运行首月
累计发送旅客数量约50万人次。铁路部门
预测，今年春节黄金周期间，作为探亲访友、
旅游休闲的热门线路，成雅铁路的旅客发送
量还将继续创下新高。

成雅动车“满月”
55分钟坐到雅安看熊猫灯会

憧憬憧憬：：
成雅铁路助力

迈向“两市四中心”

运行一个月来，成雅铁路成
为雅安人热议最多的话题之一，
雅安市政府多个部门亦感受到
了明显变化。雅安市发改委认
为，成雅铁路建成运营，标志着
雅安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
进一步巩固雅安川西交通枢纽
地位，缩短雅安与成都主枢纽之
间的时空距离，对雅安融入成都
平原经济区一体化发展、协同三
州具有重要意义。

雅安市经信局认为，成雅铁
路有望带动雅安工业从此步入
高铁经济的新发展时期，一是与
国家中心城市成都“同城”化，带
来工业产业协同配套发展新机
遇；二是物流成本明显降低，为
大幅提高传统工业企业的市场
竞争力提供了新机遇；三是人才
流动的便捷和加快，为培植战略
性新兴产业提供了新机遇。

雅安市文体旅游局则认为，
成雅铁路将加速雅安旅游产业
发展。

1月26日，雅安市第四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幕，

“成雅铁路建成运营”写进了雅
安市政府工作报告。2018年，雅
安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646.1 亿
元、增长8.1%，多项主要经济指
标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而有
了成雅铁路助力，雅安今年将继
续大步向前，纵深推进“1485”总
体发展思路，大力实施“六大工
程”，迈向川西区域性中心城市、
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市和川西大
数据中心、川西物流中心、川西
教育中心、川西医养中心等“两
市四中心”的建设目标。

1月28日，成雅铁路开通运营
“满月”。当天，成雅铁路动车
运能进一步提升，动车组从每

天的15对增至23对，并采用CRH6A-A
型“大肚动车”，成都西至雅安的运行时间
也缩短到最快55分钟，雅安正式融入成都
“一小时交通圈”。

当天晚上，2019雅安第二届熊猫灯
会正式亮灯。观灯人潮中，不少是选择动
车从成都赶到雅安的游客。“成雅动车，带
动了更多游客来雅安旅游。”雅安市旅游
部门相关负责人表示，春节期间，欢迎坐
动车到雅安看熊猫灯会，感受雅安作为
“一座最滋润的城市”的独特魅力。

成雅铁路“满月”，恰逢农历
廿三，小年夜。当天18时18分，
2019雅安第二届熊猫灯会正式亮
灯。位于雅安市区熊猫绿岛公园
的灯会主会场，以及周围青衣江
水域，成为一片彩灯的世界，绽放
璀璨光华，如梦似幻，美不胜收。
据承办方雅安文旅集团统计，亮
灯首日，共有约5000名游客和市
民前往观灯。

今年是大熊猫科学发现150
周年，雅安既是第一只大熊猫科
学发现地，又是中国·大熊猫文化
联盟首批轮值主席单位。作为纪
念大熊猫科学发现150周年系列
文化活动的首轮献礼，本届熊猫
灯会以“茶马古道 熊猫家源”为创
作元素，主题为“胖墩儿带你游雅
安，滋滋润润过新年”。

本届灯会将持续至2月19日

（元宵节），其中除夕当天闭园1
日。灯会期间，6类人群可凭证免
费观灯：1.2米以下儿童、70岁以
上老人、残疾人、现役军人、人民
警察、新闻记者。而在1月26日
举行的公益观灯日中，雅安“两
会”代表委员、各级劳模代表、环
卫工人代表、熊猫村空巢老人和
儿童代表等，已经提前感受了本
届熊猫灯会的魅力。

熊猫灯会只是雅安春节旅游
文化活动的亮点之一。2019年春
节期间，雅安将举办第二届熊猫
灯会暨茶马古道·熊猫家源非遗
文化活动周，用四大重头活动带
游客和市民领略不一样的中国
年。其他三大活动分别是，“古
道·熊猫”大庙会暨雅安味道展、

“千秋雅韵”民间民俗文艺展演和
“花润雅州 彩韵新春”花展。

福利福利：：
熊猫灯会亮灯 六类人群免费畅游

第二届熊猫灯会亮灯首日，吸引了约5000
名游客。 黄刚 摄

1月28日晚，2019雅安第二届熊猫灯会正
式亮灯。 黄刚 摄

成雅铁路建成运营“满月”。杨涛 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丁伟 李昕锋

成都地铁2号线的驾驶舱曾是肖芳的
小天地。地铁司机的工作就是：每到达一
个站点，打开车门，下车站好，查看监测装
置，检查车门是否全部开启，观察乘客是否
全部进入车厢，再查看监测装置，检查车门
是否全部关闭。这样的工作，每天要重复
无数遍。

成都地铁载客量的数据显示，2018

年，日均客流达到330万人次，与2017年
相比增长较大。肩上扛着这么多人的乘车
安全责任，肖芳的压力不言而喻。在成都
地铁公司内部有句话这样说：地铁司机不
好当，地铁女司机更不好当。

标准化的重复容易让人疲惫，尤其是
在隧道中，特别容易犯走神的错。地铁司
机集中注意力的方法叫“手指口呼”，也就
是说，司机眼睛看到的每个内容，都要用手
指到，用嘴说出。“驾驶室有两个司机，手指
口呼也能有相互提醒的作用。”每次一个单
程开完，肖芳要手指口呼近400次。

但也就是这样需要大量耐心耐力的工
作，修炼了肖芳的内力。她变得越发沉稳
严谨，且做事认真不张扬。如今她晋升为
成都地铁运营有限公司运营二分公司乘务
一车间电客车组长，默默应对着更多挑战。

在参加两会期间，肖芳患上了感冒，身
体虽有些不适，但她不愿提及。只是在中
午休息时间，一个人裹着大衣，默默地跑到
会场附近的医院打针调理。

肖芳
1991 年出

生，中国首位
藏族地铁女司
机，成都地铁
唯一女电客车
组长。从 2012
年考取地铁司
机后，她成为
第一个跑完10
万公里的成都
地铁女司机。
2018 年 ，肖 芳
当选为四川省
人大代表，如
今任成都地铁
运营有限公司
运营二分公司
乘务一车间电
客车组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杨晨李媛莉

履职第二年，和去年相比，肖芳
笑称自己轻松了不少，对这个身份的
认知也少了“陌生感”。

“在未当选省人大代表前，我的
了解仅限于一些新闻报道，感觉自己
和它的距离遥远。可真正拥有这个
身份后，一开始我内心既紧张又小
心。”怎么写建议，如何提交议案，参与
两会有哪些注意事项……肖芳说两会
经历对她来讲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尤其是如何协调安排调研和自己本
质工作的时间，一直还在摸索。”

在小组讨论上，要是听到了“金
句”或是发现亮点，肖芳都会一一记
录在笔记本里。例如，今年的报告里
有关民生发展和社会治理这块，“民
族地区‘一村一幼’，‘9+3’免费教育
和15年免费教育”的内容就被她记
录在册。“我来自民族地区，所以我对
此特别关注，我是这些政策的受益
者，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孩子受益。”

肖芳的家乡在甘孜州丹巴县色
足村，这里是有名的美人谷，且紧邻
大渡河，肖芳在这个只有228人的小
村落出生成长。

2009年，四川省藏区“9+ 3”免
费职业教育计划启动，即在9年义务
教育的基础上，对藏区孩子提供3年
的免费中职教育。甘孜州首批300
名藏族学生有幸进入5所职业学校
学习，肖芳就是其中之一。

2011年7月从内江铁路机械学
校毕业后，肖芳进入成都地铁公司实
习，1年后正式入职。肖芳说，和她一
起进入成都地铁的同学不少，只是分
配在不同岗位。曾有个女孩儿和她
一起有机会成为地铁司机，却选择了
放弃。

“不后悔。”对比同学中的大多
数，他们都回到家乡，或考取公务员，
或经商，肖芳对自己的选择却表示

“很幸运”。

当人大代表
是一个学习过程 发现亮点要记录在笔记本里

当地铁司机
每天重复工作 跑一趟要手指口呼近400次

肖芳与同事庆祝成都地铁7号线开通试运营。

人物
名片

中国首位藏族地铁女司机、成都地铁唯一女电客车组长肖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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